
恐怖，為什麼需要記憶？

嘉義市民生國中 黃家珊





白色王子：蔡焜霖先生 蔡焜霖先生為什麼入獄？

蔡焜霖先生被關了多久？

為什麼那是蔡焜霖先生最
後一次看到父親？

曾經有一段時間，在台灣
連參加讀書會都有可能被
捕入獄，請問這是台灣的
哪一段歷史？



白色恐怖何時開始何時結束？

長達38年的戒嚴，是全世界最長的戒嚴紀錄。



解嚴前後有甚麼差別？

改成高中高民

開放到中國探親

禁書 禁歌



猜一猜，以下這些歌曲為何成為禁歌？





好花不常開 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 淚灑相思帶

今宵離別後 何日君再來

喝完了這杯 請進點小菜

人生難得幾回醉 不歡更何待

（來來來 喝完了這杯再說吧）

今宵離別後 何日君再來

停唱陽關疊 重擎白玉杯

殷勤頻致語 牢牢撫君懷

今宵離別後 何日君再來

喝完了這杯 請進點小菜

人生難得幾回醉 不歡更何待

（哎 再喝一杯 乾了吧）

今宵離別後 何日君再來



何日君再來？

日軍再來？





若想起故鄉目屎就流落來
免掛意請你放心我的阿母
雖然是孤單一個
我也來到他鄉的這個省都
不過我是真勇健的 媽媽請你也保重
月光暝想欲寫批來寄乎你
希望會平安過日我的阿母
想彼時強強離開
我也來到他鄉的這個省都
不過我是真打拚的 媽媽請你也保重

寒冷的冬天夏天的三更暝
請保重不通傷風我的阿母
期待著早日相會
期待著早日相會
我也來到他鄉的這個省都
不過我是會返去的
媽媽請你也保重

政府認為歌詞會對某一種
職業的人有不良影響，猜
猜看是哪一種職業的人？



媽媽請你也保重／1958，文夏

詞：文夏 曲：野崎真一

若想起故鄉，目屎就流落來

免掛意請妳放心，我的阿母

雖然是孤單一個，雖然是孤單一個

我也來到他鄉的這個省都，不過我是真勇健的

媽媽請妳也保重

月光暝，想要寫批來寄乎妳

希望會平安過日，我的阿母

想彼時強強離開，想彼時強強離開

我也來到他鄉的這個省都，不過我是真打拼的

媽媽請妳也保重

寒冷的冬天，夏天的三更暝

請保重嘸通傷風，我的阿母

期待著早日相會，期待著早日相會

我也來到他鄉的這個省都，不過我是會返去的

媽媽請妳也保重

警備總部：

思鄉情怯，擾亂軍心，減損士氣，

阿兵哥不能想媽媽!!



今天不回家／1969，姚蘇蓉
徘徊的人，徬徨的心
迷失在十字街頭的你
今天不回家，為甚麼你不回家
往事如煙，愛情如謎
迷失在舊日情愛的你
今天不回家，為甚麼你不回家
朦朧的月，暗淡的星
迷失在煙霧夢境的你
今天不回家，為甚麼？為甚麼不回家
心在那裡，夢在那裡
不要忘了家的甜蜜
迷失的人，不要忘了家的甜蜜
朦朧的月，暗淡的星
迷失在煙霧夢境的你
今天不回家，為甚麼？為甚麼不回家
心在那裡，夢在那裡
不要忘了家的甜蜜
迷失的人，不要忘了家的甜蜜
家的甜蜜，家的甜蜜，家的甜蜜



今天不回家／1969，姚蘇蓉
徘徊的人，徬徨的心
迷失在十字街頭的你
今天不回家，為甚麼你不回家
往事如煙，愛情如謎
迷失在舊日情愛的你
今天不回家，為甚麼你不回家
朦朧的月，暗淡的星
迷失在煙霧夢境的你

今天不回家，為甚麼？為甚麼不回家
心在那裡，夢在那裡
不要忘了家的甜蜜
迷失的人，不要忘了家的甜蜜
朦朧的月，暗淡的星
迷失在煙霧夢境的你
今天不回家，為甚麼？為甚麼不回家
心在那裡，夢在那裡
不要忘了家的甜蜜
迷失的人，不要忘了家的甜蜜
家的甜蜜，家的甜蜜，家的甜蜜



1961年6月，警備總部在公布257首禁歌的同時，也發布十項查禁標準：

一、意識左傾，為匪宣傳
二、抄襲共匪宣傳作品之曲譜
三、詞句頹喪，影響民心士氣
四、內容荒謬怪誕，危害青年身心
五、意境誨淫，妨害善良風化
六、曲詞狂蕩，危害社教
七、鼓勵狠暴仇鬥，影響地方治安
八、反映時代錯誤，使人滋生誤會
九、文詞粗鄙，輕佻嬉罵
十、幽怨哀傷，有失正常

今天不回家是因為哪一個
原因被列為禁歌呢？



有違社會善良風氣，對民心有不良影響。



山頂黑狗兄／1957，洪一峰
詞：高金福 曲：Leslie Sarony

山頂一個黑狗兄 伊是牧場的少爺
透早到晚真打拼 牧場開闊歸山拼
嘴唸明朗的歌聲 透日歌聲唸抹定
伊的歌韻真好聽 聲好會唸介出名
有聽聲看無影 U Lay E Lee

歌喉響山嶺 U Lay E Lee

歌聲幼軟緣投得人痛 U Lay E Lee

U Lay E Lee U Lay E Lee

阮的貼心黑狗兄 逍遙自在真好命姑娘聽著心肝
神魂跟伊行 央三拖四甲
伊求親晟



黑狗兄也是禁歌，因為黑狗

兄平常的生活態度讓政

府對他非常不滿意，猜猜看，
政府如何形容黑狗兄的生活
態度，因此下了禁歌令
*用一句成語形容黑狗兄!



反共抗俄非常時期，

居然遊手好閒在山頂唱歌。

禁!!





猜猜看，同樣是因為危
害善良風俗成為禁歌，
是歌詞中的哪一句話危
害了善良風俗呢？



• 不只寫歌、唱歌、連翻譯都有可能出事：

柏楊因為翻譯大力水手，被判刑12年，為什麼？



大力水手和小孩買了一座孤島，
兩人要競選總統，「小孩問大
力水手：『老頭，你要寫文章
投稿呀！』大力水手：『我要
寫一篇告全國同胞書。』小孩
說：『全國只有我們兩個人，
你知道吧！』大力水手：『但
是我還是要講演。』

想一想，為什麼不行？

犯罪原因：
與共匪隔海唱和，打擊最高領導中心，挑撥政府與人民的感情。



想一想，當創作、翻譯皆有可能觸法入獄，

對個人和國家會造成甚麼影響或損失？



沒有了言論自由，這些事情就可能會發生



瑞典品牌H&M在2020年發
布的一份聲明，指公司關
注有關新疆少數民族遭強
迫勞動、宗教歧視的報導
與報告，而H&M不和新疆
的服裝廠合作，也不採購
當地產品及原料。

3月24日輿論忽然在中國爆
炸……..



華春瑩說道：「我
這兒有美國黑奴被
強迫採摘棉花的照
片。中國老百姓不
允許外國人吃著中
國的飯，還砸中國
的碗。」













新疆怎麼了？















如果言論審查無所不在，那世界就會長成這樣：



















他是誰



言論自由為什麼重要？



part2



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7871



你是忘記了，還是不願意想起？

為什麼不願意想起？

忘記比較好嗎？



你是戒嚴時代的誰？

https://musou.watchout.tw/role-play/terror-30

https://musou.watchout.tw/role-play/terror-30


你覺得應該花時間了解白色恐怖的歷史，

還是就讓這段可怕的歷史被時代遺忘比較好？為什麼？

事情過去了，就讓它過去吧，這樣不好嗎？



part3



讓我們一起閱讀，

一起感受那段恐怖的歷史。





part4



part5



故事從這裡開始：黃溫恭

黃溫恭，1920年生，台南二中畢業後，赴
日習醫，取得牙醫師執照。
畢業後受日軍徵召，至哈爾濱擔任軍醫。
戰後返回台灣，成為路竹鄉第一位牙醫。
1951年向國民黨自首，隔年取得自首證。
1952年因台灣省工委會燕巢支部案被捕。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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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溫恭過逝了，家屬收到遺書了嗎？

2008年，春蘭的女兒在「再見，蔣總統」特展中看到了爺爺的遺書。

2011年由馬英九總統歸還屬於家屬的遺書。

還有多少遺書？

177位受難者，747頁遺書



我臨於此時，懇切的希望妳好好的再婚，希
望妳把握著好對手及機會，勇敢地再婚吧 !

萬不幸，沒有碰到好對手、好機會亦無環境
等而不能再婚的時候，妳也不必過著硬心寂
寞的灰色生活，我是如此祈禱著妳過著幸福
快樂的生活，總而言之妳必須邁進著妳自己
相信最幸福的道路才好…..



無法送達的遺書：遲了60年的遺書

2011年馬英九總統歸還黃溫恭
的遺書並對受難者家屬致歉，
經過漫長的59，家屬終於拿
到遺書。

圖片來源： 壹新聞、中時電子報

雖然我沒有看過妳、抱過妳、吻過
妳，但我是和大一、鈴蘭一樣疼愛
著妳，春蘭，認不認我做爸爸呢？
慕愛我嗎？慚愧的很，我不能盡做
爸爸的義務，春蘭，妳能不能原諒
這個可憐的爸爸阿？



如果你是黃溫恭的家屬，父親很小的時候就過逝了，
父親的事情是禁忌，不准問不准談，你不知道父親到
底為什麼死去，但同學說你是政治犯家屬不跟你玩，
教官常常請你去喝茶，警察一天到晚來你們家盤查戶
口，長大出國留學政府不肯核發簽證…

威權時代，政府做了許多侵害人民權利的事情，那當威
權時代結束，政府需要做甚麼嗎？



你是忘記了，還是不敢想起？

面對歷史，忘記比較好嗎？



甚麼是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是一個社會在民主轉型之後，對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以及
因壓迫而導致的社會（政治的、族群的、或種族的）分裂，所做的善後工作。
這些工作包括：

1 . 對遭受政治迫害的人給予正義。被沒收的財產必須歸還；遭受肉體、自由和
生命損失的人或其家屬，必須加以賠償。

2.  對從事政治迫害的人，必須在法律上或道德上予以追究。
3.  對過去政治迫害的真相和歷史，必須完整地加以呈現。

(引自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委員會網站)



為什麼需要轉型正義？

1宣示社會價值：
從民主文化的建立上而言，一個社會從賠償受害者、追究加害者的實際行動中向所有
人民、以及其後代宣示，其所崇尚的價值：民主、正義、和人道。「對過去的不義選
擇遺忘和忽視，意味著不願對防止將來的不義負任何責任」。

2警惕後代：
透過真相和歷史的呈現，一個社會提醒它的後代，獨裁政治對人道的催殘。只有透過
這樣的歷史，它的後代才能真正地警惕。民主文化才可能真正建立。

3消除社會分裂：
從消弭社會分裂而言，政治迫害經常造成社會大規模的分裂。如果我們不賠償受害者、
追究加害者，社會裂痕不可能真正的彌補，仇恨也不可能真正的消弭。

(引自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委員會網站)



台灣有轉型正義嗎？



二二八 白色恐怖

補償 2,749（72億） 7,966（194億）

真相：
歷史真相調查

O 

(官方調查報告）
X

（以受害者為中心的口述史）

正義：
責任追究與反省

O

（責任歸屬調查報告）
X

（僅有行政途徑的補償與平反）

記憶方案 O O

(引用自真促會 葉虹靈)



part6



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

鄭南榕，在戒嚴那風聲鶴唳的年代，
發行《自由時代》週刊批判時事，公
開主張”台灣獨立“。1989年4月7日，
鄭南榕為了堅持百分百言論自由、拒
絕因刊登台灣新憲法草案遭判亂罪起
訴逮捕，於雜誌社自囚71天後自焚殉
道。



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
只抓的到我的屍體。





鄭南榕之女鄭竹梅在促轉會的邀請下，觀看了父親的監控檔案。



你贊成政府應該開放更多監控時期的檔案嗎？

好處與壞處分別是甚麼？

誰可以觀看這些監控檔案？

監控檔案中的監控者是誰要被公開嗎？

轉型正義很難，但我們現在的決定影響台灣未
來會成為一個甚麼樣的國家。



促轉會做甚麼？





轉型正義在台灣，還有哪些問題有待解決呢？



問題1 ：真相在哪裡？

到今天，我還不知道自己受害的真正真相。這幾年我申請到部分的檔案
之後，「真相」更加不可置信，我不想、也無力辯解檔案的記載是真是
假。.....
我做夢都沒想到出獄後能夠在台灣成家。我需要知道真相，才能告訴我
的子女：爸爸活得很有尊嚴，很愛這個地方。
引自：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0534?fbclid=IwAR0h0JDtgU7jbbtntEwy_yYBzLWXHzoHSxTSGy1gOFETKtJkeL7I4qabJ-w

陳欽生：馬來西亞人，抵台就讀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期間，因1971年台南市美國
新聞處發生爆炸案，被羅織成為主謀，依「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著手實
行」，判處有期徒刑12年。1983出獄。

資料龐雜，受難者及其家屬難以知道事情的真相。



問題２：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 政府做了甚麼努力？





校園要不要擺蔣公銅像？中正紀念堂要不要拆？

圖片來源：https://www.hk01.com/%E4%B8%AD%E5%9C%8B/74852/%E7%9B%A4%E9%BB%9E%E5%8F%B0%E7%81%A3-%E5%8E%BB%E8%94%A3%E5%8C%96-%E6%8B%86%E9%8A%85%E5%83%8F
-

問題３：威權的象徵需要清除嗎？

圖片來源：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4275

https://www.hk01.com/%E4%B8%AD%E5%9C%8B/74852/%E7%9B%A4%E9%BB%9E%E5%8F%B0%E7%81%A3-%E5%8E%BB%E8%94%A3%E5%8C%96-%E6%8B%86%E9%8A%85%E5%83%8F




面對歷史，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記憶方式







因為不記得，所以也不知道。







上完這些課，我們可以做些甚麼？



讀書：





讓更多人知道



制定法律：



珍惜我們的民主



白色恐怖的歷史，忘記了難道不好嗎？

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這樣說：
為什麼要研究白色恐怖，為什麼轉型正義這麼重要，陳文成博士、丁
窈窕、高一生…這麼年輕的生命消失了，我們可以賠給他們甚麼？甚麼
也不行，我們唯一能做的是讓丁窈窕、高一生活在我們的集體記憶中，
讓我們保有良心、保有人性的光輝，讓我們選擇做一個比較好的人，
當不正義發生時可以當那個伸出援手的人，並且建立防止再發生的機
制，以保證未來這樣的不正義不會再發生。

期待你們，都願意成為那個伸出援手的人。


